
形容武汉人，是“不服周”；形容河北人，是“沾”。
方言有时是情感的纽带，听到乡音的人们，哪一个不情
绪起伏、心潮澎湃？听到了乡音，就像找到了回家的
路。“老乡”与“老乡”之间的沟通，是感性的、精细的，是
先人一步的。

推广普通话，“说普通话，做文明人”，并不意味着
方言不文明、丑陋，要被消灭。普通话的确应该学好，
但是没必要因此而唾弃方言，否则就是向相反的路去
走了。2015 年，国家开始推出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
程，这个工程是要把地方方言基本的东西通过摄像、录
音和手写的方式保存在国家档案馆中。这涉及到全国
1000 多个方言点、约 100 个少数民族点、100 个濒危方
言点。

很高兴的是，很多年轻人也开始认识到方言作为
一种独有的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起码在思想层面，
我们现在学英语，也学普通话，同时也不排斥方言。
作为方言区的人，还能主动保存、会说、传承。普通话
就像正装，方言就像便装，各美其美，各得其所，并行
不悖。

常有人感叹越来越多的人不会说方言了，但同时
又能看到方言的巨大黏性：在特定区域依然是核心的
交际工具，像粤语，1 亿以上的人在使用，闽南语也有
近 1亿人使用。最近看到一些年轻人在 B站、抖音、喜
马拉雅、荔枝等社交网站和自媒体平台上发布与方言

有关的作品，比如说方言歌曲、方言顺口溜、俗语谚语；
还有一些专门去拍摄关于家乡的风土人情，并配上方
言解说。这个现象让人欣喜。因为某些方言极具感染
力，外地人也争相模仿口音或不由自主被“带偏”；一些
影视剧中也有非常多有特色的方言，被认为能更好地
传递情绪；人工智能助手也有方言版本上线，用户可以
用方言与智能音箱对话，十分方便。方言传承下去，就
是要有人说；不用，最多只能保存，而不是传承。没有
人讲，方言就消失了。

一种方言代表的是一种独有的地域文化，而千千
万万的不同区域的文化构成了华夏的文明和文化。中
国各地方言对动作的不同表达法，体现出不同地区、不
同族群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模式，也只有丰富多彩
的各种方言的表达，才能够立体地展现中华文化的全
貌。中国各地的方言再小，只要是一种独立的方言，它
就是有价值的，它代表的是中国人不同地区的认知模
式、思维特征和对世界的独特认识等，藏着文化基因的
密码。反过来讲，任何一种方言可能是理解人类语言
结构模式和功能、人类史前史以及世界多样性生态系
统的证据。

方言的词汇里，藏着特定区域的地理、人文环境
的文化景观，这是普通话无法展现的。例如，宁波方
言有“艾青饼”这个词语，指的是一种用艾蒿叶子烧出
来的水和面制作成的饼状糕点，颜色是青色的，多在

清明节那天用来上坟祭祀做祭品用，祭祀结束后，人
们再享用该糕点。用宁波方言的读音，“艾青饼”同

“念亲饼”，跟清明扫墓相契合。这种方言用词随着清
明祭祀扫墓风俗的简化，目前已经很少有人做这种饼
来作为祭祀品了。

能想象吗，方言语音中，还保留了大量的中古以来
的语音面貌。通过粤语，可以了解中古时期完整的入
声系统；通过吴语，我们可以感受到系统的全浊声母；
通过闽语的发音，还能窥视上古汉语语音的一鳞半
爪。为何？因为方言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中国
历史各个时期的文化片段，大量的古词古语蕴含于方
言口语之中，展现着地理和历史人文景观。

中国人“叶落归根”的文化思维，也体现在方言
上。离开故土的人们在弥留之际，都希望能看一眼家
乡的山山水水，看一眼家乡的鸡狗牛羊，听一句乡音，
吃一口乡菜。甚至神志不清时，口里念念有词的还是
儿时习得的方言。没有了方言，何处是吾乡？听到了
乡音，就找到了回家的路。

我有一个非常质朴的观念，民族自信首先是对民
族文化的自信，它的前提是要有对家乡的归属感，连家
乡都不爱，还能指望爱国吗。对家乡的爱，最原始的就
是母语，就是乡音。“乡音无改鬓毛衰”，这种天然的植
根血脉中的情感无法被替代，这就是一种文化认同，这
种文化认同放大来说就是对国家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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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 湖 北 仙 桃
人。长江日报评论
员，高级记者。

·无限杂思·

真实地，我们仍然只能活在时间的规

定中

仍在时间规定中
文/刘洪波

·苏醒的音符· 一个近四十年前的戏，值得复排而且引发多方关注，足以构成一个文化事件了

跨越四十年的《新亭泪》 文/黄披星

李御 中国作家协
会 会 员 ，高 级 记
者 ，出 版 多 部 散
文、短篇小说、传
记文学作品。

·乡音未改· 对家乡的爱，最原始的就是母语，就是乡音

听到乡音，就找到回家的路 文/阮桂君

·童心稚趣·“鸡娃”不如鸡己

“鸡娃”有度 文/邹超颖

阮桂君 武 汉 大
学 文 学 院 副 教
授 。 曾 任 美 国 匹
兹 堡 大 学 孔 子 学
院中方院长，开设
教 育 部 慕 课 课 程

《方 言 与 中 国 文
化》。

创作于1981年的戏曲《新亭泪》，原本是由古老剧
种莆仙戏排演的。剧目在当年福建省的剧目调演中，
广受好评，也引发整个戏剧界关于历史剧创作的关注
和议论。去年这个戏由中国评剧院复排上演，大获成
功。从莆仙戏变成评剧，这中间的时间跨度近40年左
右，也实在是令人惊叹。

复排的效果令人称道，受到的关注和赞誉也很
多。这基本上是在情理之中的。一个戏能跨越近半个
世纪再重现，依旧让人感到期待和震动，自然是戏本身
具备的戏剧性和价值观在起作用。

《新亭泪》故事源于“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
死”这句话，主要讲东晋名相王导和周伯仁之间的故
事。在晋朝内忧外困国家危亡的时刻，周伯仁在渔父
的感召下，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气概，选择杀身成
仁来救国难于险境，同时获取了人格的尊严和心灵的
自由，故事跌宕起伏又诗意挥洒。终曲唱道：“前车之
鉴几人察，九州动乱三百秋”，作者同时揭示封建社会
内部为了小集团利益，必定互相倾轧导致动乱的历史
规律。这个戏第四场周伯仁与渔父的对话，历来被认
为是戏曲中的经典场次。

这次复排不同之处在哪里？或者说得失是哪些地
方？是值得一说的。首先是时间上，原本三个半小时
的戏，变成了两个小时多一点。这就需要作者做大幅

度剧本调整，编剧郑怀兴先生谈到这种删减也感到很
苦恼，留主干去枝节是最不得已的选择。当然，这样删
减的结果是，戏变得精炼同时也变得枯瘦了。原本带
有生活化的场面，尤其女性角色在戏中起到的平衡作
用，都被去除了。这就好像，戏从原本略显宽松的中山
装，变成紧身束颈的短西服了。

其次，舞美上是进了一大步。评剧的效果十分
现代，画面也好看了，显得干练唯美。不能不说，原
本的莆仙戏场面上看起来是有些陈旧臃肿的。复
排呈现出的审美，已经让这个剧看起来好像甩掉了
一件笨重的外衣。但也不能不说，在看的时候，我
总觉得这些场面也是不由自主地影视化了，那些画
面，不知道是不是看视频的原因，有着很电影化的
痕迹了。

还有，从戏剧表达上，也能感受到评剧这一剧种在
唱腔上刻画人物的力量，确实似乎更适合这种厚重的
历史剧。现代手法的场面调度，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个
性突出，画面震撼，使得戏虽然瘦身了许多，也依然令
人内心震动不已。这也是这个戏引发多方关注的主要
原因。

当然，作为一个长年生活于斯的莆仙人，我自然
是更愿意看原本略显笨重的老版《新亭泪》——应该
主要是因为那种亲切感。那些保全剧本原本枝节的

剧情，使这个戏更显丰富和厚实。评剧的效果，固然
精干简洁，但属于戏曲的那种层次感和趣味性，似乎
被淡化了。

一个近 40 年前的戏，值得复排而且引发多方关
注，足以构成一个文化事件了。有意思的是，如果说热
播剧《大秦赋》让人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一件被撑大的衣
服架子；那么《新亭泪》虽然被瘦身了许多，却依旧让人
回想历史中值得注视的地方，或者仅仅一些看起来“骨
瘦神寒”的人。

不能不提的是这个戏的编剧，我的老乡和师长郑
怀兴先生。写戏一辈子，他说《新亭泪》是第一个引发
他内心强烈冲动要写的戏。更有意思的是，近年来他
又应邀写了还是魏晋主题的《嵇康托孤》。对魏晋文化
的迷恋，跟怀兴先生愿意一辈子蜗居在福建一个小县
城——仙游一样，这既是个人选择，也是内在影射。显
然，周伯仁泛舟江湖之上，是怀兴先生眼中魏晋时代的
孤帆远影。

所以，回过头来看，戏虽然是变了些，变得爽直和
干练；或许戏已经不像原本莆仙戏排演那样，既丰富
又略显笨拙。这样的变化，大概就是一个时代欣赏习
惯的变迁吧。再想起怀兴老师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
情怀，不能不慨叹：戏里面，总有很重要的东西，是不
变的。

邹超颖 儿 童 文
学作家，冰心奖获
得者，编剧，大学
老 师 。 出 版 多 部
作品，编剧的多部
影 视 作 品 在 全 球
院 线 及 央 视 少 儿
等电视台播出。

黄披星 艺 术 研
究 者 。 创 作 以 诗
歌为主，兼有音乐
随笔。

记得很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其中有周恩来总理
去邢台视察地震灾情，慰问群众的情景。吃早饭时，周
总理用手中的馒头沿碗中小米稀粥边沿转了一圈，让
每一粒小米都不浪费。这一镜头，时常在脑海泛起，给
人警示、给人榜样。一位泱泱大国的大管家，能珍惜每
一粒小米，不仅仅是让人感动、让人感叹，而且让人浮
想连翩。

关于节俭与饥饿的故事，我听到过许多，也读到过
许多。军旅作家李存葆在他的一篇著名中篇小说中就
讲到，十八颗花生米救活一条命；我的一位表亲在新中
国成立前夕，因长期饥饿，不病而亡。临终前他断断续
续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想吃一口饭，一个红薯也行。
但都没有，饥荒灾年，人就这样走了。那个年代，饿殍
遍野，哀鸿满地，不是一时一地，而是俯视即是。饥饿
可以说是年长些的国人永久的记忆，一旦进入一种新
的生活状态，他们最鄙视最反感的就是：浪费。不管你
多有钱，家底多殷实，一旦你暴殄天物，无谓浪费，他们
会认为你犯了天条，最不能容允，会遭天谴。

环顾四周，背离节俭，崇尚奢华大有人在。有一位
小伙为了讨女朋友欢心，五人就餐，点了二十来道菜，

连服务员都劝他不必点这么多，他满脸豪气：我不差
钱，我就是要点这么多。最后这些菜馔多数都倒进了
泔水缸。小伙子肯定不差钱，但他缺了德。没错，你是
掏了钱，用货币交换的方式买下了这些菜品，但当这些
菜品被浪费，对生产者，对烹饪者，你糟踏了他们的劳
动，对生长这些菜品的土地与海洋，你就是犯罪，你无
视他们对人类的哺育与滋养。

这一极端类型的可能属于少数，但一般人宴请亲
朋好友也会有不容小觑的浪费，有时点下的菜还没动
筷子就被倒掉了。有的为了装门面，摆阔气，特别是以
前的公务接待，不适度点餐，让餐桌成铺张浪费的大展
台，着实令人可惜。

有反面之人必有正面之物。我原来的一位老同
事，每次外出就餐或会餐，他都会把剩下的菜肴打包带
回去。我知道，他收入不低，属于不差钱一类。他说，
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倒掉，浪费掉，他感到痛心。他说，
我们所享用的这些食物，都是天地馈赠给我们的，轻意
糟蹋，愧对天地。起初人们对他的举动还存有异见，后
来大家都觉得这才是做人的最基本的品格。

如果说这位同事的行为只是茫茫人海中普通人的

一种举动，那么，媒体报道的香港一位富可敌国的企业
家的举动，不能不让人心动。这位企业家邀请武汉的
一群少年儿童去香港游玩，他陪孩子们聚餐过后，吩咐
工作人员把剩下的菜品一一打包带回。他还自我解嘲
道：明天我可以吃到好的了。

古往今来，节俭修身，鄙夷浪费的美德传续不衰。
几乎所有的国人小时候就诵读过：“锄禾日当午，汗滴
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也有很多人会记起
朱柏庐《朱子家训》中的：“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
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令人欣喜的是，餐馆酒店浪费现象减少了，大学
食堂成碗成钵倒饭泼菜减少了，单位食堂餐盒里所剩
饭菜减少了，公务接待简化了，剩余饭菜打包带走的
增多了。

倡导节俭，力戒浪费，这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
行，也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道行。但愿，即将出台的
反食品浪费法，对极少数人是桎梏，对绝大多数人是
春风。

但愿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忘了：珍惜盘中
餐。

所谓“鸡娃”，就是给孩子打鸡血，望子成龙、望女
成凤的“虎妈”“狼爸”们为了孩子能读好书，不断地给
孩子安排学习和活动，不停地让孩子去拼搏。这种行
为就叫做“鸡娃”。“鸡娃”风气近几年愈胜，每个家长头
顶似乎都悬着一面战鼓，擂鼓声声，助推着家长们拉娃
上马，挥扬长鞭，在学海中奋力厮杀。

至于骑着的这匹马要奔去何方，大多家长并无方
向，只知身边的人都在这无硝烟的战场上拼尽全力，而
大家的手中没有缰绳。颠簸在马上的孩子，眼中哪有
沿途风景，哪知战况，他们听到最多的不过是那句“加
油”。

这是社会竞争衍生出的焦虑，如入迷障。家长们
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实现阶层进阶，拥有高配人生，他们
从自己主观意愿出发，无视孩子的兴趣和天赋。因此，
从幼儿园开始，甚至更早，钢琴、舞蹈、围棋、小主持人、
积木、思维……万箭齐发，将孩子的业余时间挤占得寥
寥无几。“总有一个会射中靶心。”这是家长的自我安
慰。起跑线被拉得越来越前，早教的“早”已经在出生
那天开始进行高考倒计时。想想看，当你按着一只小
鸡的脑袋去啄米，它能吃得下吗？但是把米撒在地上，
放开手去，小鸡难道不会自己去啄米吗？当然，这也是
一种剧场效应，前排的人已经起立，后排的人能不跟着
站起吗？

林语堂先生说：“看到秋天的云彩，原来生命别太
拥挤，得空点。”空点，是给孩子的时间留白，给生活留
白。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也是一种艺术。揠苗助长，不
仅徒劳，还是一种伤害。世上万物皆有时节，所有外在
的挤压和催化，都无法形成孩子内在的力量，一个人的
成长，不仅仅要学会跟世界建立关系，也要积累内在，
集聚能量，最终形成自己对未来的驱动力和立于社会
的竞争力。

呵护好孩子的童年，那是一生的财富。笔者之所
以会从事儿童文学写作，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拥有一个
美好的童年。很多人在回忆自己童年时，都提到了童
年对自己一生轨迹的影响。那些童年被严重透支的孩
子，成年后也很难形成健全的人格。

适度放手。霍金在《时间简史》中提到，他两岁半
时被父母送进了托儿所，一直嚎啕大哭，后来父母中午
就将他接回，一年半内没有再送他去托儿所。在他上
中学时，他的成绩从未进入前十名，但他的父母从不过
问。他的父母为他创造了一片自由的天地，感知到爱
与幸福，最大限度地呵护了他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想象
力。爱因斯坦说过：“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力比知识更
重要，想象力是推动进步的源泉。”一代孩子成年之后，
当他们回忆童年，成千上万的孩子说出来的都是“补习
班里的童年”，一模一样的轨迹，天马行空的幻想遭受

了习题的狙击，浪漫的思维被分数撕裂。那么，创新意
识何在？社会进步何在？

家庭教育需要智慧。填鸭式“鸡娃”，不仅透支了
孩子的身体，导致许多孩子过早出现视力、脊椎、呼吸
等身体问题。还因睡眠不足，损伤孩子的记忆力、专注
力，导致成绩越补越差。孩子每日摄入知识量过剩，思
考过少，根本消化不了。在国际学生评估中，芬兰学生
在数学、阅读和科学三项成绩中，屡次夺冠。芬兰的家
长重视教育，但充分尊重孩子的天性，把眼光看向孩子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勇敢的品质。他们不去补习班，更
多的时间让孩子去户外运动和休闲阅读。因为他们相
信，孩子的成长应该放在更广阔的天地中，视野、素质、
品格、思维能力，这些比分数更为重要。而这些素养的
形成，最终又作用力于应试的学习中。

“鸡娃”不如鸡己。好的家庭氛围会令孩子在潜移
默化中受益。父母的兴趣、喜好、习惯，都会对孩子影
响深远。如能将一些知识性学习内容放在彼此的对话
中、游戏中，那么，效果远胜于补习班。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
丹开。”生命能量是巨大的，每一个柔软的，弱小的个
体，都有实现自己价值的快乐。终其一生，我们在奔跑
追寻的其实是我们想象中的自己。“鸡娃”有度，花各有
其妍，人各有其志。

·吾观世事· 但愿，即将出台的反食品浪费法，对极少数人是桎梏，对绝大多数人是春风

珍惜盘中餐 文/李御

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写道，任何实体必然往
四个方向延伸：长度、宽度、厚度和存续过程，但人们
习惯于将前三个维度与时间区分开来，这并不符合
实际。

那时，相对论还没有出现，10年后，爱因斯坦把
时间和空间变成时空统一体；再过 10 年，广义相对
论把时空和万物理解为重力相互作用下的扭曲。再
过4年，到1919年，相对论预言的光线弯曲在日全食
中得到了验证。

威尔斯之前，不是没有过“时间错位”的想象，如
马克·吐温就写过《康州佬在亚瑟王朝》，一个美国人
头部受到重击后穿越到了中世纪的英格兰，又在巫
师催眠下进入了未来。历史上从来不乏“寄物言志、
托时抒情”的文学表达，把人置身某个时代的想象从
来就有，如果生逢战国、假设生在宋朝、假装活在民
国之类的东西，不新鲜，也无趣。威尔斯的小说，不
同之处在于，设想了通过可靠的技术装置来实现时
间旅行，而不是靠一觉醒来、头部重击、被雷劈了之
类；二是他确凿地讨论了时间本身，而不只是设想人
的时间错置状态。

但人们不会说威尔斯预言了一场时间革命，而
只是说他开创了科幻文学的潮流。在科学作为理性
的典型被推到至高位置的时代，人们虽然愿意消费
文化，但不会把小说作为认识世界的指南。自《时间
机器》以后，类似的时间旅行幻想大量出现，但科学
家很少把时间旅行作为一个严肃的科学课题。高速
运动将使时间膨胀，宇宙航行使孪生子中的一个比
待在地球上的那一个年轻得多，只是一种知识普及，
科学家基本没有真的去研究时间旅行及怎样实现。

1974 年，杜兰大学物理学家弗兰克·提普勒发
表了一篇论文，《旋转圆柱体和违背全局因果联系的
可能性》。所谓“违背全局因果联系”，就是时间旅
行，但他不使用时间旅行的说法。康涅狄格大学教
授罗纳德·马利特回忆，10 岁时父亲就去世，“从那
时起，我的追求就是让自己做好准备。这样，有一
天，我将能设计一台机器，将我带回到 1955 年 5 月
22 日之前的时间。我想再次见到我的父亲。”他毫
不否定幼时受到《时间机器》的影响。但在他 1973
年获得大学职位后，一直避免在同事面前提及《时间
机器》。

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布莱恩·克莱格在《构造时间
机器》一书中评论提普勒说，当时，一个科学家要讨
论时间旅行，相当于职业自杀，人们认为时间旅行牵
强附会。他评论马利特初入学界不敢说到《时间机
器》时说，“助理教授并非终身职位，随时可以被解
雇。在自己的真实意图暴露前，他需要在通往终身
职位的学术阶梯上继续攀登”。

而在 2005年 5月，为了庆祝国际物理年及相对
论诞生100周年，麻省理工学院举办了一场“时间旅
行者大会”，主办方还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邀请来自
未来的时间旅行者光临会场，并且携带未来的物品
作为证据。或许只是噱头，但科学界对时间旅行的
氛围已经大变，这是确实无疑的。今天，科学家既在
学术刊物和会议上讨论时间机器，也在电影电视中
为星际航行当科学顾问，正是因为科学家可谓名正
言顺的加入，使时间旅行变得正当化，尽管此事作为
一种“工程”还遥遥无期，但作为“可望实现”的人类
梦想，不再像是痴人说梦了。于是，在时间上的任意
来去，就真的像是一种可以合法想象的终极自由去
谈论。

生命受到时空的限制。就空间来说，人之所在
极有限，人之能至也极有限，而且人不能既在此处又
在他处，任何时候身体只能占据不到0.1立方米的位
置。从时间来说，人生最长不过百年，既不能往后退
一秒，也不能往前快一分。相对而言，时间的限制对
人更加根本，因为人在空间中可以选择往东往西、此
处他处，但在时间中，人只能“与时俱进”，既不能快
一点，也不能慢下来。显然，时间穿越比空间穿越，
显得更有价值。如果在时间中自由，如果科学能够
给予这样的保证，哪怕它根本不具现实性呢，至少能
够使人相当踏实地相信人类大有前途。何况科学的
到场，总是与幻想判然有别，每当说到科学上怎样，
都容易给人事情马上要实现的感觉，而往往让人忽
视理论上与实际上的距离。

在科学家的时间旅行“工具箱”中，可以用的还
只是理论，而没有技术手段。用来做时间旅行的理
论，不少只是猜测而缺乏证实，如暗能量、负引力、白
洞、虫洞、快子、虚光子、宇宙弦等。

假如时间旅行要以人工加速来实现，按照现有
的理论和工程能力来看，是令人绝望的。把一艘飞
船加速到九成光速，能够把 20年变成 11.29年，如果
飞船重 100吨，需要全美国 250年的总电量，考虑到
速度越快质量越大，需要830年的总电量，这还没有
考虑能量利用率造成的损耗。飞船携带什么来驱动
飞行呢，带几百亿吨油，还是几万吨核燃料？或者可
以用“反物质”驱动，大约需要 31 吨，是现在全世界
年产量的 310 亿倍。飞船要携带的食物、饮水需要
多少？此外，飞船返航时需要减速、掉头、加速，又将
增加数倍能量消耗，高速行进中的导航保障，以及消
除一粒灰尘都将击穿飞船的危险，如此等等，都不是
可以做到的。时间旅行需要速度，速度需要燃料，燃
料有重量和体积，从而又需要更大的飞船和推力，从
而又要求燃料，如此循环，问题就是死结。

时间旅行，比空间征服所需要多得多。我们现
在对交通工具的设想，相比于宇宙的尺度，就是无能
为力。我们对于虫洞、快子、宇宙弦等捷径的想法，
更多只是想象。真实地，我们仍然只能活在时间的
规定中，在可以想象的历史期限内，我们将受此规
定。因此，星空和超生命的时间，只能留给诗意、娱
乐和追寻万物真理的科学家们。


